
漁人的漁夫‧伯多祿

之

信仰歷程



伯多祿的出生背景



伯多祿生於貝特賽達，原名西滿，

若1：42

他的兄弟名安德肋，以捕魚為生

若1：44; 路5：10











伯多祿結過婚，與他的岳母

同住在葛法翁

瑪8：14; 谷1：29; 路4：38









伯多祿與耶穌的相遇



西滿伯多祿與安德肋弟兄二人，

是熱心宗教的人，

故此 離鄉背井，

南下猶大聽洗者若翰的宣講

若1：35-42



• 第二天，若翰和他的兩個門徒，又在那裏站
著，

• 若翰看見耶穌走過，便注視著他說： 看，
天主的羔羊！

• 那兩個門徒聽見他說這話，便跟隨了耶穌

• 耶穌轉過身來，看見他們跟著，便問他們
說： 你們找什麼？ 他們回答說： 辣
彼！──意即師傅──你住在那裏？

• 他向他們說： 你們來看看罷！ 他們於是
去了，看了他住的地方；並且那一天就在他
那裏住下了 那時，大約是第十時辰



• 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，就是聽了若翰
的話，而跟隨了耶穌的那兩人中的一個，

• 先去找到了自 的弟弟西滿，並向他說：
我們找到了默西亞 ──意即基督

• 遂領他到耶穌跟前，耶穌注視著他說：
你是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要叫 刻

法 ──意即伯多祿

若1：35-42







伯多祿的被召與跟隨



• 有一次，耶穌站在革乃撒勒湖邊，羣眾擁
到他前要聽天主的道理

• 他看見兩隻船在湖邊停著，漁夫下了船正
在洗網

• 他上了其中一隻屬於西滿的船，請他把船
稍微划開，離開陸地；耶穌就坐下，從船
上教訓羣眾

• 一講完了，就對西滿說： 划到深處去，
撒你們的網捕魚罷！

• 西滿回答說：



• 老師，我們 整夜勞苦，毫無所獲；但
我要遵照你的話撒網

• 他們照樣辦了，網了許多魚，網險些破裂
了

• 他們遂招呼別隻上的同伴來協助他們 他
們來到，裝滿了兩隻船，以致船也幾乎下
沉

• 西滿伯多祿一見這事，就跪伏在耶穌膝前
說： 主，請你離開我！因為我是個罪
人



• 西滿和同他一起的人，因了他們所捕的
魚， 驚駭起來；

• 他的夥伴，即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
望，也一樣驚駭

• 耶穌對西滿說： 不要害怕！從今以後，
你要做捕人的漁夫！

• 他們把船划到岸邊，就捨棄一切，跟隨了
他

路5：1-11





伯多祿與耶穌的相知相交



驅魔的奇蹟

會堂驅魔

谷1：21-28 



治病的奇蹟
治好癱子

谷2：1-12



大自然奇蹟
平息風浪
谷4：35-41



步行水面

伯多祿向耶穌
求救

瑪14：22-33



增餅奇蹟
若6：1-13



眾人見了耶穌所行的神跡…要來強迫他，
立他為立王… 若6：14-15



耶穌講生命之糧的結果

•從此，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，不再同
他往來

•於是耶穌向那十二人說： 難道你們也願走
嗎？

•西滿伯多祿回答說： 主！惟你有永生的
話，我們去投奔誰呢？我們相信，而且 知
道你是天主的聖者

若6：66-68



復活死人的奇蹟
拉匝祿復活 若11：17-45



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的磐石



•耶穌來到了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，就問門
徒說： 人們說人子是誰？

•他們說： 有人說是洗者若翰；有人說是厄
里亞；也有人說是耶肋米亞，或先知中的一
位

•耶穌對他們說： 你們說我是誰？

•西滿伯多祿回答說： 你是默西亞，永生天
主之子



• 耶穌回答他說： 約納的兒子西滿，你是
有福的，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，而是
我在天之父

• 我再給你說：你是伯多祿 磐石 ，在這
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會，陰間的門決
不能戰勝她

• 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：凡你在地上所
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縛；凡你在地上
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釋放

瑪16：13-19



伯多祿的信仰生活受到考驗



伯多祿被耶穌斥責 瑪16：21-23

主，千萬不可！這事絕不會臨到你身上！
撒殫，退到我後面去！你是我的絆脚石，因為你

所體會的，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



耶穌顯聖容
谷9：2-8

伯多祿遂開口對耶穌
說： 師傅，我們在
這裏真好！讓我們張
搭三個帳棚：一個為
你，一個為梅瑟，一
個為厄里亞

他原不知道該說什
麼，因為他們 嚇呆
了



主！你給我洗脚嗎？ … 不，你永遠不可給洗
脚！ … 主！不但我的脚，而且連手帶頭， 給
我洗罷！ 若13：3-9



• 耶穌對他們說： 你們 要跌倒，因為有
記載說： 我要打擊牧人，羊羣就要四
散 …

• 伯多祿對他說： 即便眾人 要跌倒，我
卻不然

• 耶穌就向他說： 我實在告訴你：就在今
天，這一夜裏，鷄叫兩遍以前，你要三次
不認我

• 伯多祿更加激烈地說： 即便我該同你一
起死，我也決不會不認你

谷14：27-31



耶穌被捕，
伯多祿情急下
出劍想保護耶穌

瑪26：51-54; 
若18：10



門徒 撇下耶穌
逃跑了…

谷14：50-52



那時，
西滿伯多祿同另一個
門徒跟著耶穌；
那門徒是大司祭所認
識的

若18：15



伯多祿的三次不認耶穌



伯多祿第一次
不認耶穌 若18：17

那看門的侍女對伯多
祿說： 你不也是這
人的一個門徒嗎？

他說： 我不是



伯多祿第二次不認耶穌 若18：25

西滿伯多祿仍站著烤火取煖，於是有人向他說：
你不也是他門徒中的一個嗎？

伯多祿否認說： 我不是



伯多祿第三次不認
耶穌 若18：26-27

有大司祭的一個僕
役，是伯多祿削下
耳朵的那人的親
戚，對他說：

我不是在山園中
看見你同他在一起
嗎？
伯多祿又否認了，
立時雞就叫了



耶穌轉身望了伯多祿一眼

路22：61



伯多祿就想起
耶穌對他說的話



伯多祿一到外面，
就悽慘地哭起來了

路22：62



伯多祿與耶穌的相愛



耶穌委托伯多祿
牧養祂的羊群



• 耶穌對伯多祿說： 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
比他們更愛我嗎？

• 伯多祿回答說： 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我
愛你

• 耶穌就對他說： 你餵養我的羔羊

• 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： 若望的兒子西
滿，你愛我嗎？

• 伯多祿回答說： 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我
愛你

• 耶穌就對他說： 你牧放我的羊羣



• 耶穌第三次問他說： 若望的兒子西滿，
你愛我嗎？

• 伯多祿因耶穌第三次問他說： 你愛我
嗎？

• 便憂愁起來，遂向他說： 主啊！一切你
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

• 耶穌對他說： 你餵養我的羊羣

若21：15-17



教會的誕生

宗2：1-2





伯多祿由聖神引領下

成為教會的最高領袖



站出來為耶穌作見證 宗2：1-41



帶領團體聚會

•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，時常團聚，擘
餅，祈禱 ……

•他們常讚頌天主，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；
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

宗2：42-47



• 是伯多祿安排了補 猶達斯位置的宗徒選
舉 宗1：15-26

• 是他嚴罰了犯罪的夫婦阿納尼雅及撒斐辣

宗5：2-11

• 伯多祿的聲名遠播，很多病人 求他醫治，
甚至只要病人動一下他的衣邊，或使他的影
子由自 身上掠過，就能獲得痊癒

宗8：14-25

• 是他首先視察了撒瑪黎雅的教會

宗8：14-25



• 是伯多祿代表發言，駁斥公議會的無理

宗5：29-33

• 伯多祿在第二次被捕獲釋後，只好由耶京向
外發展，在里達治好癱子艾乃阿，在約培復
活死人塔彼達 宗9：32-43

• 是他在凱撒勒雅接受第一名非猶太人的教外
人，意大利營的百夫長科爾乃畧，及其全家
領洗入教 宗10

• 黑落德阿格黎帕迫害教會，殺死若望的哥哥
雅各伯，拘捕伯多祿，被天使救助而脫險



• 至此，伯多祿知聖地 非久居之地，乃
往別的地方去了 宗12：1-17

• 我藉忠信的弟兄息耳瓦諾，給你們寫了這
封我認為簡短的書信……與你們一同被選
的巴比倫教會問候你們；我兒馬爾谷也問
候你們 伯前5：12』13



伯多祿在尼祿迫害教會的時代，
大約在64至67年間，為主致命而死



伯多祿是加里肋亞的一個漁夫，

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，為什麼

耶穌會揀選他做宗徒之首，

教會的磐石？

為什麼耶穌不在耶路撒冷的

經師中去尋找門徒？



由伯多祿開始與耶穌相遇，

直到願意放棄下一切跟隨耶穌

↓

是有過程，是要經過生活的考驗



從伯多祿的角度去看耶穌：

他與耶穌一同生活

一同經歷的種種情景

↓

對伯多祿有什麼影響？



伯多祿親眼見證了

耶穌行奇蹟



驅魔的奇蹟 ─魔鬼害怕耶穌

治病的奇蹟 ─除了治癒，還有赦罪

的權能

大自然的奇蹟 ─驚懼與驚奇

增餅的奇蹟 ─相信耶穌是天主的

聖者

復活死人的奇蹟─不可思議的事情

發生了



伯多祿與耶穌交往的心路歷程



划到深處 ─伯多祿被嚇壞了，求耶穌離開他
，之後又決心跟隨耶穌

水面步行 ─伯多祿遇到風浪感到害怕，
頓時失去了信心

生命之糧言論─縱使很多人離開耶穌，
伯多祿仍堅決繼續跟隨祂

立伯多祿為教會的磐石─伯多祿剛被耶穌
稱讚，隨後又被祂斥責，
心情大起大落



伯多祿的三次不認主

↓

顯示出他的害怕和恐懼

伯多祿的三次確認比任何人 更愛耶穌

↓

表示他願意接受 服從 及承行

天主的旨意



伯多祿的信仰歷程

↓

需要經過磨鍊



伯多祿為主致命的方式：

他選擇了以最大的謙遜

去完成他信仰之路

伯多祿以絕對的謙遜

去服從及承行天主的旨意



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

↓

等如求 聖神引我路

↓

代表我願意承行天主的旨意並謙虛自



願我的旨意奉行在人間

↓

等如拒絕接受聖神的引領

↓

將自 的意志凌駕於天主之上



我是否願意接受天主的旨意

在我身上承行？

我是否願意跟隨聖神的引領？


